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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酒店業
15商會600代表呼籲：理性討論 盡快通過

齊撐「一地兩檢」
業界代表發言重點

■香港旅遊業議會主席黃進達：「一地兩
檢」不論在連接性及彈性上均提供很大的
方便，可讓高鐵香港段發揮效益

■香港酒店業主聯會執行總幹事李漢城：
「一地兩檢」並非新事物，深圳灣口岸已
是成功例子

■香港日本人旅客手配業社協會會長徐王美
倫：「一地兩檢」帶來的便利及快捷非常
具競爭力，可為出境遊的同行提供更多產
品選擇，也增加香港市民出外旅遊的選擇

■香港入境旅遊接待協會主席梁耀霖：
「一地兩檢」可為入境遊帶來商機，為香
港帶來更多優質旅客

■香港旅行社東主協會創會會長葉慶寧表
示，高鐵香港段雖然只有25公里，但可
以連接上內地2萬多公里的高鐵網絡，方
便港人北上探親以至營商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姚嘉華

香港旅遊業及酒店業界15個商會昨日聯
合舉辦高鐵「一地兩檢」方案說明

會，邀請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和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出席，向600多名業
界代表講解「一地兩檢」的安排及解答提問
（見另稿）。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慧琼、陳
恆鑌、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林健鋒、自由黨立
法會議員邵家輝、工業界（第二）立法會議
員吳永嘉，及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到場
支持。

為經濟旅遊注入新動力
與會代表表示，他們一致支持特區政府提
出的「一地兩檢」方案，認為安排可讓高鐵
香港段發揮應有效益，讓港人及旅客在西九

龍站可一次完成出入境通關手續，既便利港
人北上經商、工作、探親及旅遊，同時也提
升香港在國際間的旅遊優勢，吸引全球各地
遊客及商務旅客選擇在香港乘坐高鐵前往內
地，讓香港提高國際樞紐地位。
他們並強調，「一地兩檢」對香港整體經

濟及旅遊業發展均將帶來莫大裨益，故呼籲
社會應要理性討論「一地兩檢」方案，期望
方案可盡快通過，為香港整體經濟及旅遊業
發展注入新動力。

深圳灣口岸已有成功範例
香港旅遊業議會主席黃進達在會上指

出，旅遊業界多個商會均一致支持「一地
兩檢」方案，而至今收集到的數百份業界

意見書，均一致贊成方案，「（落實『一
地兩檢』）無論是給我們香港市民及我們
的旅客，對出境或入境的旅遊都可提供到
很大的幫助。無論是旅遊方面、經濟、投
資、回鄉探親、都可以促進香港連接到很
多內地城市。」
香港酒店業主聯會執行總幹事李漢城指，

「一地兩檢」並非新產物：「高鐵（香港
段）開始興建的時候，已經講了很多關於
『一地兩檢』的事物，不是說現在才講、今
日才發生。」
他認為，「一地兩檢」在美加等已成功

實行，深圳灣口岸則是香港成功的例子，
質疑有人將之政治化，「西部口岸已經見
到香港可以在內地地方執法，但並不等於

內地讓了那個地方給我們，我們是租
的。」他希望港人本着為香港長遠發展的
心，理性討論有關安排的細節上可商榷、
優化的地方。

吸引更多優質旅客來港
香港日本人旅客手配業社協會會長徐王美

倫指出，港人過往出境非常依賴航空，香港
國際機場已經接近飽和，而高鐵香港段通車
後可為港人提供很好的出境選擇，提升港人
內地商機，而「一地兩檢」的便利及快捷非
常具競爭力，相信可讓出境遊的同行提供更
多產品選擇，既為他們提供很大的商機，也
將增加香港市民出外旅遊的選擇。
香港入境旅遊接待協會主席梁耀霖也指，

「一地兩檢」可為入境遊帶來商機，為香港
帶來更多優質旅客，「在香港做很多不同種
類的行程，都不及『一程多站』。內地有這
麼多景點，可以支持到香港做『一程多
站』。」

連接2.2萬公里高鐵網
香港旅行社東主協會創會會長葉慶寧表

示，廣深港高鐵不單可令香港旅遊業界受
益，對香港零售、酒店、飲食業界也有幫
助。雖然高鐵香港段只有25公里，但可以
連接上內地2.2萬多公里的高鐵網絡，受惠
的不單是往來香港的內地居民，香港居民也
可以受惠，例如北上探親以至營商等，都會
更為方便。

廣深港高鐵香港
段可為港人及遊客
帶來往返內地的便

利，但反對派一直予以抹黑，包括拍片聲稱
日後高鐵要到廣州市中心「非常不方便」云
云。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昨日反擊，雖然
不同交通工具，包括直通車等在前往廣州市
內不同地點時，確實有各自的優勢，但港人
很聰明，定會按照不同目的地選擇最便捷的
交通工具。

譚「實測」誤導 網民譏「堅離地」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譚文豪，早前在福田站
排隊買票先後到高鐵香港段未來連接的深圳
北及廣州南站，稱經他「實測」後，乘搭
「兩地兩檢」的直通火車到該兩地，比未來
高鐵香港段還要快，而要由廣州南站到東天
河區，未計算轉車和上下車的淨車程也需要
46分鐘云云。
有關片段「出街後」，運輸及房屋局在fb澄

清了譚文豪的誤導，指假設旅客目的地為廣州
北京路步行街及中山路交界，即公園前地鐵
站，搭直通車由紅磡坐到廣州東，再轉地鐵
到公園前站只要134分鐘。但如果乘坐高
鐵，由西九龍總站到廣州南站，其後轉地鐵
則只需77分鐘，快直通車近一小時。不少網
民揶揄譚文豪少往內地，不懂以app買票，又
指他對深圳北及廣州南站的高鐵接駁網絡一竅
不通，就像其本業飛機師一樣，「堅離地。」

局長：港人會選最便捷交通工具
陳帆昨日在香港旅遊業界及酒店業界的商
會及團體舉辦的高鐵「一地兩檢」方案說明
會上，不點名回應譚文豪。他指出，不同交
通工具包括直通車等，確實在前往廣州市內
不同地點時，會有各自優勢，但笑言香港人
很聰明，定會按照不同目的地選擇最便捷的
交通工具。
他舉例說：「有朋友在網上說，我去廣州
東站，你（乘高鐵）去廣州南站好像很浪費
時間，但我明白港人是很有智慧的。去廣州

東面自然是乘直通車；去佛山、長隆野生動
物園自然是選擇廣州南站。」
陳帆重申，「一地兩檢」方案最大的好處

是省時、便利，「在2018年第三季高鐵開通
以後，由西九龍站去福田快過去沙田；我們
由西九龍站去廣州快過去羅湖，所以基本上
這些時間、經濟效益是無法估計。」
他並以吃飯、呼吸來比喻「一地兩檢」的重
要性，「這兩點看似很普通，但吃飯、呼吸也
很普通，但若不吃飯、呼吸卻無法生存。」
陳帆相信，高鐵在採取「一地兩檢」安排

及通車後，將有利於香港旅遊業界開發深度
旅遊業務。事實上，香港的空運和航運十分
發達，但地理位置處亞洲邊陲，陸運沒有優
勢，內地亦不是每個地方都有機場及航運碼
頭，故香港一旦連接上內地高鐵網的「八縱
八橫」規劃，可讓香港的陸路運輸到達更多
地方，遠至越南、東盟國家甚至歐洲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姚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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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帆一句話 駁倒譚文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嘉華）香港特區政府近

日公佈廣深港高鐵香港段

西九龍站「一地兩檢」的

方案，香港15個旅遊及酒

店業界商會一致表示歡

迎，並透露目前已收集到

的數百份來自業界的意見

書，都一致贊成有關安

排。他們強調，「一地兩

檢」既可讓高鐵香港段發

揮應有的效益，同時可提

升香港在國際間的旅遊優

勢，對香港整體經濟及旅

遊業發展均將帶來莫大裨

益，故呼籲社會應要理性

討論有關安排，又期望方

案盡快通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
嘉華）反對派政黨不斷抹黑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的「一地
兩檢」方案，行政會議成員
陳智思昨日表示，相信有關
人等有自己的政治考慮，並
強調不應紙上談兵，呼籲他
們到西九龍高鐵總站考察了
解實際的運作。同時，特區
政府應繼續向社會解說，以
釋除部分公眾的疑慮。
陳智思在接受香港電台專

訪時表示，希望高鐵香港段
有「一地兩檢」安排，並非
中央的要求，而是特區政府
提出的，令高鐵發揮應有的
效應，他相信大部分香港市
民都會支持有關安排，部分
人抗拒有關安排，是因為他
們不信任內地，需要時間去
證明。

政府繼續解惑釋疑
他明白反對派政黨不斷質

疑「一地兩檢」方案，是因
為有自己的政治考慮，故呼
籲他們到西九龍高鐵總站，
實地了解有關安排的實際運
作，而非紙上談兵。
被問及開展公眾諮詢能否

釋除有關人等的疑慮，陳智
思不認為特區政府要就實施
「一地兩檢」與否作公眾諮
詢，而是應繼續向社會解
說，包括有關的出入境安
排、不同情形的處理方法，
及為何要選擇有關安排等，
並相信透過解說會釋除部分

公眾的疑慮，令他們接受特區政府提出
的「一地兩檢」方案。
對於有關爭論會否影響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與反對派之間的關係，陳智思認
為，雙方有不同意見是很正常的，而重
要是願意溝通，不會因一個議題有分歧
而每項議題都不能溝通。

陳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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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南站「山旮旯」？
何啟明揭穿譚抹黑

廣深港高鐵香港
段一旦實施「一地
兩檢」，便捷程度

無庸置疑，惟反對派不斷作出不實陳
述及抹黑舉動。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
啟明日前發佈乘搭高鐵前往廣州玩樂
的片段，被公民黨議員譚文豪無理指
稱高鐵廣州南站是「山旮旯」地方。
何啟明在回覆香港文匯報時指出，廣
州南站是高鐵網最大轉乘站，是接通
內地各大城市的最方便途徑，周邊也
有不少旅遊點，認為譚文豪之言，反
映反對派根本不明白高鐵的運作。

高鐵網轉乘點 南站四通八達
高鐵「一地兩檢」是近期本港最熱

門話題，未來「一地兩檢」實施後，
乘搭高鐵由西九龍總站至廣州南站，
只需48分鐘即可到達，既方便又快
捷。何啟明日前從深圳乘搭高鐵來往
廣州，親身體驗高鐵的便捷，更介紹
了不少廣州好去處及美食，在社交平
台與眾共享。
不過，反對派卻藉此機會施展抹黑

慣技，公民黨除製作短片質疑何啟明
「搞場大龍鳳咪又返番去廣州市
區」，譚文豪更發帖稱廣州南站是
「山旮旯地方」，「嗰度唔單只無嘢
玩，行錯哂（晒）方向，（何啟明）仲
偷偷地搭車返咗廣州市區唔出聲。」
針對公民黨及譚文豪的不實指控，

何啟明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
時指出，反對派根本不了解高鐵的運
作，以為高鐵只是快一點的直通車，

其實廣深港高鐵可接駁全國整個高鐵
網，且廣州南站更是高鐵網最大轉乘
站，是未來接通內地各個大城市的最
方便途徑，亦是一個非常重要地點，
絕非什麼山旮旯之地。

收窄廣州範圍 企圖誤導公眾
他續說，廣州的範圍很大，周邊旅

遊點不少，如沙灣古鎮及長隆旅遊度
假區等，但反對派卻故意將廣州的範
圍「收窄」，是試圖誤導公眾。
何啟明亦在其facebook專頁「啟明

辦公室」發帖，指往廣州不一定要到天
河區，正如前來香港也不是只往中環：
「上到廣州咁多嘢玩，又點止淨係留喺
廣州市中心呀，識玩一定周圍去！」
就譚文豪早前在福田乘搭高鐵往廣

州作所謂的「實測」，自稱要排隊買
票及企足全程。何啟明即向大家授予
高鐵小錦囊，就是乘搭高鐵是可以先
在網上預訂，有商務座，一等座，二
等座任君選擇，豐儉由人，只要及早
預訂，就「有位坐唔使企又唔使
迫」。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工聯會議員何啟明日前發佈片段，
推介搭高鐵遊廣州。 fb截圖

■■旅遊業及酒店業界旅遊業及酒店業界1515個商會昨日邀請相關個商會昨日邀請相關
官員舉辦高鐵官員舉辦高鐵「「一地兩檢一地兩檢」」方案說明會方案說明會，，約有約有
600600名代表出席名代表出席。。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攝

■陳帆昨日駁斥反對派對高鐵的種種抹黑及
誤導。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公民黨議員譚文豪發佈高鐵「實測」視
頻，誤導公眾。 fb截圖


